
为切实增强各级安全管理人员
和全体驾驶员的安全责任意识，推进
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遏制各类安全生
产事故的发生，促进公司安全生产水
平的全面提档升级，为全面实现公司
2021年安全生产工作目标打下坚实基
础，东胜公司结合实际，制定了百日安
全活动方案。

本次活动的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0 日，以“排治一个隐患、消
除一起事故、保障一份平安”为主题，
旨在强化各级人员安全主体责任，促
进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落实，使各级
管理人员、公交驾驶员增强安全主体
意识，风险防控与事故隐患整治能够
取得明显成效。

5月27日和28日，在驾驶员例会
中就活动方案进行了宣贯，并通过悬
挂安全宣传条幅、车载媒体(语音、视
频)、抖音、微信公众号、报纸、企业微

信等方式，在公司范围内广泛进行安
全宣传教育，营造安全生产氛围，形成

“百日安全竞赛活动”人人参与的浓厚
氛围，确保本次活动能够起到实效。

“百日安全活动”具体措施：1、开
展驾驶员安全标兵评选，评选数量为
公司在岗驾驶员数量的5%，奖励标准
800元/人。2、开展安全“六个一”日行
日建活动：（1）查一起事故隐患。各级
安全管理人员在开展安全大检查及日
常检查过程中，对所查处隐患进行登
记、记录，并完成整改，对相关人员进
行宣传教育。（2）纠正一次违章行为。
对公司驾驶员在营运过程中所产生的
违章、违规行为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对
违章进行处罚并完成整改，在做好记
录的同时对其进行宣传教育。（3）提一
条安全合理化建议。总结提炼公司安
全管理中先进的工作措施和方法，并
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书面材料后上

报总公司领导小组审核。（4）做一件预
防事故的实事，形成文字材料，材料具
备典型性且对其他单位能够起到警示
作用。（5）忆一次事故教训。根据公司
安全管理实际，忆一次事故教训，组织
1 场警示教育（警示对象为管理人员
或驾驶员）达到警示效果，并建专档备
查。（6）读一本安全教育方面的书籍。
活动期间各级管理人员每月读一本安
全教育方面的书籍，并每月写一篇读
后感；3、推动安全“五个一”宣传教育
活动：（1）每月开展一次安全专题研
讨。活动期间，公司在每月月底组织
召开一次安全专题研讨会议，会议前
下发通知和会议议程，查找公司安全
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共同研讨、制
定安全管控措施，并由各运行队分享
安全管理的先进经验（含其他公司先
进管理方法），并将公司、员工的认识、
观点、看法和措施整理成书面材料进

行推广交流。（2）每月开展一次安全系
列专题培训。按照公司年度培训教育
计划，根据公司安全管理实际，通过剖
析案例、规范流程、宣导法规等措施，
引导员工牢固树立安全意识，遵章守
纪，切实做好安全行车工作。（3）开展
一次安全微视频录制工作。结合日常
工作实际及内部事故案例录制安全微
视频（抖音、快手、微视频等），视频内
容围绕整顿安全操作流程、应急处置、
风险管控等内容，可采用现场宣讲、讲
解、演示等形式，通过通俗易懂、简单
可行的操作方法进行录制宣教，让广
大职工深入了解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进一步减少、遏制违法违规驾驶行为
发生。（4）开展一次驾驶员知识竞赛活
动。组织全体驾驶员参加由总公司组
织的一线员工知识竞赛活动，竞赛内
容包括行业行规、运营规范、法律法
规、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消防安全

等。（5）开展一次综合应急演练。组织
驾驶员参加由总公司组织开展的应急
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
技能、反恐防暴教育等方面的培训和
演练活动，使其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基
本常识、处置程序和处置方法，增强员
工应急处置突发情况的实战技能和协
调作战能力，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安全、
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最大限度地预
防和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和影
响；4、自检互检交叉进行，全面排除安
全隐患。组织公司主要安全管理人员
参加由公交总公司领导小组组长带队
的联合大检查，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
全部在评比竞赛结果中兑现。由公司
成立检查组，按月组织召开公司内部
安全大检查活动，安全大检查前由经
理组织召开动员会，明确各级人员检
查职责，安全检查表中由专人签字确
认，执行“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严

格落实安全检查中所查处问题整改率
达100%，形成安全管理闭环。5、完
善本公司安全预防管理“两清单”。
进一步完善公司隐患排查清单及防控
措施清单，并加强对“两清单”的检
查，并由总公司领导小组进行抽查，
抽查方式主要以试卷与现场问答的形
式，覆盖率为公司管理人员50%、驾
驶员2%。

此次活动的宗旨是：提高认识，明
确责任，为平安、稳定的渡过“黑色七
月”，各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紧抓不
放，全体驾驶员服从领导、听从指挥，
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公平公正，树
立典型。评比过程中要做到始终公
开，真正赛出成绩，树立安全先进标
杆；积极参与，尽心尽力。动员组织广
大员工参与到活动中来，群策群力、共
同推进活动的落实，促进安全意识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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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公交总公司启动
2021年“百日安全竞赛”活动

2021 年 5 月 12 日，东康公司全
体运行管理人员在集团六楼小会议
室召开了五月份安全隐患大排查部
署会议。

会上，安全副经理贺永飞对东康
公司五月份安全隐患大排查进行整体
部署，宣读了东康公司安全生产责任
网格化示意图，明确各区域责任人，
实行谁的区域谁负责制。

贺经理还强调了机械安全检查和
早晚收发车检查工作的纪律问题。机
械安全检查时，以实时监控小组和现
场检查小组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确保
线上线下都有人，提高全体驾驶员安

全行车意识。早出车检查时重点对停
车场站中的驾驶员是否饮酒进行督
查。安全隐患大排查部署工作中，公
司制定了对应的编排表，同时要求检
查人员在表格中签字，明确了检查的
具体内容和责任。

最后，公司经理薛少卿对本次会
议进行总结：今天组织大家召开五月
份安全隐患大排查部署会议，意在明
确人员责任，检查要落实到位,所有运
行管理人员要引起高度重视，严格按
照“精、细、化”的标准执行，对于自己
负责的区域和检查内容要认真对待，
互相监督。

东康公司召开五月份
安全隐患大排查部署会议

东康公司 张维维报道

安全部安全部 张燕报道张燕报道

砥砺前行齐奋进 同心协力创佳绩

东胜公司 高梦蕊报道

为促进为促进 20212021 年安全生产工作年安全生产工作、、
打赢百日安全生产攻坚战打赢百日安全生产攻坚战，，为建党为建党
100100 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天安公交总公司以安全生产月为契天安公交总公司以安全生产月为契
机机，，于于66月月11日正式启动日正式启动““百日安全百日安全
竞赛竞赛””评比活动评比活动。。通过评选安全生通过评选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和万公里无事故先进个产先进单位和万公里无事故先进个
人人，，发挥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发挥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扼扼
止重大事故的发生止重大事故的发生，，将隐患瞄头遏将隐患瞄头遏
制在萌芽中制在萌芽中。。

本次安全竞赛活动的主题是本次安全竞赛活动的主题是““排排
治一个隐患治一个隐患、、消除一起事故消除一起事故、、保障一保障一
份平安份平安”。”。活动分为动员部署活动分为动员部署、、组织组织
实施实施、、结果评比结果评比、、总结评估四个阶段总结评估四个阶段，，
持续持续 100100 天天，，最终达到提高全员安全最终达到提高全员安全
意识意识，，实现责任事故总次数较上年下实现责任事故总次数较上年下
降降1010%%，，事故全部损失较上年下降事故全部损失较上年下降55%%
的总体目标的总体目标。。为乘客营造一个安全为乘客营造一个安全、、
稳定的出行环境稳定的出行环境。。

东康公司组织召开
“百日安全”宣传部署会议

2021 年 5 月 25 日，东康公
司全体运行管理人员在集团五
楼小会议室召开“百日安全”宣
传部署会议，会议由安全副经
理贺永飞主持。

会上，贺经理对《鄂尔多斯
市天安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 2021 年“百日安全”
竞赛活动》的通知进行解读，同
时组织学习《东康公司 2021 百
日安全活动方案》和《东康公司

“百日安全活动”安全标兵评选
方案》，传达了“百日安全活动”
的主题和精神。

会议中还设立讨论环节，
参会人员对上述活动方案进行
深入谈论，结合所管辖区域的
安全生产实际情况，出谋划
策，各抒己见，充分激发各运
行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把个
人与公司安全发展紧紧相连，

真正形成上下“一盘棋”和
“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
的良好局面。

最后，薛经理重点强
调了“百日安全”活动
期间的工作要求，在日
常 工 作 中 重 在 严 格 落
实、积极查漏补缺，通
过收集、汇总、归纳安
全管理中好的措施、做
法及办法，建真言、献
良策，树立全员重视安
全 的 意 识 。 通 过 开 展

“百日安全活动”，公司
旨在增强全员安全生产
风险意识，全面调动各
级安全管理人员和全体
驾驶员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进一步弘扬爱岗敬
业、争当标兵的企业文
化 ， 形 成 “ 比 、 学 、

赶、超”的良好安全氛围，及
时发现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预

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实现
公司安全生产平稳运行。

东康公司 张维维报道


